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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国庆

8月24日， 永连公路双牌县茶
林乡全药冲村段，从怀化、邵阳等
地开往广州、 珠海的客运大巴、货
车，在值班人员指挥下，顺利通过。

在这里值守了一天一夜的双
牌县公路局局长陈靖文告诉记者：

“昨天凌晨，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形
成泥石流， 将公路排水
沟和涵洞淤塞， 公路上
积水20多米长。 ”而永连
公路是湘中湘南南下广
东的大动脉， 交通中断
必然造成大量车辆阻
塞，人员滞留。

接到灾情报告，早晨7时，县长
魏和胜率领公路、交警、水利等部
门人员组成的抢险队伍赶到现场。
指挥来往车辆绕道二广高速公路
通行，调集4台铲车、6台运输车、40
多名工作人员清理路面，20名乡村
干部参与维护秩序，安置好部分滞
留旅客。 到24日零时，经16个多小
时不间断抢修，“南下广东的大动
脉”打通了。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廖杨鑫

“乡亲们，快起床，洪水要来了，赶
快向后山转移！”8月23日天未亮，永州
市零陵区邮亭圩镇文斗阁村支书罗
冬生一边反复在广播室向村民喊话，
一边用手机向镇领导汇报险情。

连日来，受阳明山区普降暴雨
影响，邮亭圩镇黄溪河流域水位迅
猛上涨， 造成沿河各村部分道路、
稻田、村庄被淹。

早上6时多， 第一次洪峰袭来。
通宵在村里值班的几名镇驻村干部
与村干部、党员一道，挨家挨户劝说
村民转移。 大部分村民陆续从家中
转移到地势较高的村级活动中心和
后山上。 而该村尚有洞下、新屋、杨
家、罗家、邓家、陈家6个村民小组的
100多名村民不肯转移。 见此情况，

村支书立即向镇党委书记杜中运报
告， 杜中运迅速将在镇里待命的20
多名防汛应急分队队员调到文斗阁
村，分组分户分人包干劝说。上午9时
许，在应急分队帮助下，6个村民小组
大部分群众安全转移出来了。但形势
仍然严峻，因水位不断上涨，尚有罗
贤勇、 罗功满等10余名行走不便的
老人和残疾人没有转移出来。

面对险情，从区里赶来的区领导
蒋蒲英、郑和良等人，打电话要区消防
大队官兵迅速赶来支援。十几分钟后，
冲锋舟下水救援。救援过程中，冲锋舟
多被稻草卡住。望着不断上涨的洪水，
郑和良下令：“全体应急分队队员带上
装备，跟着我，牵着安全绳进去，两人
负责背一个群众， 背也要把他们背出
来。 ”随即，三段共800米长的白色安
全线被拉直。 经过近40分钟与洪水搏
斗，10多名群众全部被转移。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李萍 ） 8月23日晚11时， 宁远县湾
井镇石坡脚村出现山体滑坡迹象。 县国土局
及镇、 村干部冒雨将77岁的郑苏荣老人等19
人安全转移。

台风“潭美” 来袭前， 宁远县24小时
不间断监测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易发点。 提前发现九疑山石灰窑、 天堂镇
屋脊干、 禾亭镇鲁塘、 湾井镇黄花源等处
可能出现塌方、 滑坡的地点30多处， 可能
出现道路断裂、 阻塞的地点10多处。 县国
土、 交通等部门立即组织转移群众89人，
并在相关路段设置警示牌， 安排专人值
班。

本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元利 蒋晓斌

“潭美”来袭，临武县普降暴雨，最
大降雨达273毫米，导致3.5万人受灾。
该县干部职工奋起抗灾，转移群众，抢
修河堤，疏导交通。

“孤岛”解困
8月23日凌晨4时40分，临武县防

汛指挥部接报：暴雨冲垮东山河堤，河
水改道，楚江镇固村村一养殖场成“孤
岛”，6人遭被困，情况危急。指挥部立
即派出抢险分队，开展紧急救援。

不到20分钟， 抢险分队及县乡干
部、消防队员、公安干警等20余人，全
部赶到现场。

“快来救我们，救我的孙女！”见有
人来救援， 养殖场被困老人艾六鸡大
声呼救，并用手电筒来回照射。

水流湍急，漆黑一片，救援工作难
以开展。 几个消防队员几次想冲过洪
水，都没成功。

救援人员打开车大灯， 发现被困
人员位于高速公路高架桥下。

“有办法了，我们从高架桥上滑下
去，直接可到养殖场内。”指挥抢险的
消防队长发出命令。

此时大雨倾盆， 救援人员绕过一
段路，爬上高速公路，用绳索把被困人
员一个个救了出去。

半夜转移
临武县金江镇土质疏松， 极易发

生山洪地质灾害。
早知会下大暴雨， 县委书记范儒

平22日匆匆吃了点晚饭，来到金江镇，
一村一村查看。

晚上9时多，雨势变猛，不少地方
开始出现塌方， 特别是林森村险情较
重。范儒平带领镇干部，火速赶到林森
村文公冲自然村。村干部说，村里山洪

袭来，村后几个地方出现塌方。
“赶快转移，一刻都耽误不得！”
冒着暴雨，金江镇30多名干部，迅

速帮助100多名群众转移。 村民说，幸
亏政府及时组织转移，没有一人受伤。

抢通省道
“324省道楚江镇青山坳段山体滑

坡，巨石滚落，交通阻断！”22日晚8时
许， 在县防指值班室的县长贺遵庆接
到电话报告。

“这是交通要道，必须马上抢通！”挂
断电话，贺遵庆迅速赶到现场，指挥抢修。

滑坡现场， 楚江镇党委书记邝文
军组织10多名干部职工抬石清障，并
就近调来了挖掘机。 贺遵庆联系县公
路局调来铲车，冒雨疏路。现场人员，
全被淋湿。 他们争分夺秒， 奋战一小
时，把省道抢通了。

雨夜抢险 “背也要把他们背出来”

宁远不间断监测灾害易发点
抢通“南下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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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综合 ２０13年8月26日 星期一４
本报记者 彭芳 奉永成
实习生 胡虹

环卫工的“家”在哪里
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大门，长沙市

紫薇花园这间由车库改成的住房是贺
慈兰在长沙临时的家，20多平方米的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没有电视机，唯
一的家电是一个电饭煲。

贺慈兰和老公都是长沙市雨花区
雨花亭环卫所的环卫工人。 贺慈兰负
责树木岭高架桥下一带的垃圾清扫工
作，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每
月可以领到1800元的工资， 而她老公
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像她这样长时间
上班，每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

贺慈兰和老公都是湖南双峰人，
来长沙做环卫工人已有8年时间了。 8
月15日下午， 长沙的天气为近40天来
最凉爽的一天， 记者站在树木岭高架
桥下的阴凉处仍然汗如雨下， 贺慈兰
不停地穿梭在车流中， 一会扫起一个
槟榔渣、 一会扫起一张行人丢下的纸
巾，偶尔她会坐在路边休息一下，用衣
袖擦掉脸上的汗。

贺慈兰告诉记者， 环卫工人一般
都会穿裤子和长袖衣上班， 白天太阳
太大，如果将皮肤露出来容易灼伤，但
这种装扮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 非常

“保暖”， 一会儿汗水就会湿透最外面
的黄背心，还会像浇水一样，把裤腿给
浇湿。 不过每天超10个小时的工作强
度，汗水浇湿裤腿的工作环境，贺慈兰
并不畏惧。 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将来。

“养老、医疗的问题怎么办？ ”贺慈兰告
诉记者，没有保险就没有安全感，来长
沙8年了，现在回老家种地，已经不可
能了， 以后特别是到老了怎么在长沙
生活下去是她最担心的问题。

“租房子一个季度1300元，加上吃
饭、水电、医疗和孩子读书的开支，一个
月下来所剩无几。 ”贺慈兰说起这些开
支时，刚才的笑容瞬间在脸上消失了。

贺慈兰的工作状况和心理压力，
是长沙市许多环卫工人的一个缩影。
据长沙市城管局透露， 目前长沙环卫
系统有职工约1.1万人，聘用制临时工
8000多人，超过八成都来自益阳安化、
桃江，娄底双峰，湖北监利、咸宁，贵州
等边远贫困山区， 另有少量的城市下

岗人员，40岁以上的环卫工人占83%
以上。

“目前，长沙市城区一线上路的环
卫工人， 基本采取环卫主管部门招聘
临时工和外包给清洁公司两种办法。 ”
长沙市城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采访中，所有一线环
卫工人都告诉记者， 不管是外包还是
环卫部门直接负责，他（她）们的身份
都是一样的：聘用制临时工。 而能解决
购买保险、 安居等在城市生活下去等

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他
们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长沙人。

而现在，没有人知道，未来真正属
于他们的“家”是什么样，在哪里？

贡献很大，融城很难
朱小霞虽然只在长沙市高桥环卫

所做了两年的环卫工人，但是她勤快、
肯干的工作作风已得到了环卫所的一
致认可。 朱小霞来自湖北监利，在高桥
环卫所，有八成的环卫工人是她老乡。

朱小霞的老公在长沙一个货运公
司打工,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两个
人加起来一个月的总收入接近4000
元， 但她对老公偶尔要买一包槟榔的
做法有点不满。 她认为老公乱花费，因
为对她们家庭来说， 要用钱的地方实
在太多了。

“两个孩子都在监利老家，父母年
纪也越来越大了， 孩子读书、 父母养
老，这都是要用钱的地方。 ”朱小霞跟
老公租住在花桥村一间用砖头砌成的

平房里，月租金200元，她告诉记者，在
长沙安个家是所有环卫工人的梦想，
但她目前还不敢想， 现在她最迫切的
想法是多赚点钱将孩子接到身边来读
书。

但事实上，要实现这一愿望，不是
容易的事。

“目前并没有相关政策，在住房、
子女入学等问题上向他们倾斜， 而区
里学位又紧张， 导致有一些环卫工子
女想来长沙读书， 但难以入学的情
况。 ”长沙市雨花区环卫局办公室主任
唐湘云告诉记者， 每年区环卫局都要
为上百名环卫工子女解决入学的问题
而专门打报告。

孩子入学尚有难度， 更何谈在长
沙安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要成为真
正的长沙人， 起码得有最低的生活保
障，居有屋、病有医、老有养，但环卫工
人收入普遍不高，要在长沙买房，是遥
不可及的梦想，而由于他（她）们不是
长沙人， 又无法享受到廉租房等优惠
政策， 目前就连环卫工人最期盼的社
会保险，仍难实现。

长沙市城管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长沙城区面
积一直在增加， 清扫保洁面积现在已
达到3608万平方米，8年前， 全市只有
约2000多万平方米的清扫保洁面积，
但长沙市执行的环卫维护经费单价大
部分仍是按照2004年核算的标准，8年
来财政经费没有增加， 而为环卫工人
购买保险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在经费
紧张的情况下， 导致多数环卫工人都
没有买齐五险一金。

“作为主管部门，我们也在积极为
一线环卫工人争取福利。 ”这位工作人
员表示，如果有经费，主管部门肯定愿
意为环卫工人买保险， 记者在采访中
也发现， 不管是环卫所还是区环卫局
都在积极为环卫工人谋取福利而奔走
呼吁， 甚至尽最大可能帮环卫工人解
决生活中的困难， 但目前在没有相关
政策而经费又紧张的情况下， 一些帮
助和慰问都只能是出于人道关怀。

为环卫工在城市安个“家”
环卫工作很特殊， 一年365天，城

市天天需要环卫工人。 这个群体中的
很多人一旦离开家乡， 就只得选择长
久地“不回家”。 于是在城市“安家”便

成了他（她）们最迫切的想法。
湖南人谢智波在福州市做了15年

的环卫工人，15年中谢智波只回了6次
湖南老家， 今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 谢智波在两会期间所提交的提案
便是：让环卫工人在城市安家。

谢智波认为， 一座城市离不开环
卫工人，要让环卫工人留下来，为城市
做贡献，就要让他（她）们充分享受到
保障，使环卫工人把城市当家。

令人鼓舞的是， 福州市对环卫工
人的政策有倾斜。

比如， 针对环卫工子女的上学问
题， 福州市的政策是尽量安排环卫工
子女就近入学， 环卫工人所住的片区
对口哪所学校，划片是哪所学校，其子
女就能在这所学校享受跟福州市民同
样的待遇。 在住房方面，福州市扩大住
房保障对象范围，环卫工人也可申购。
2013年的1月1日， 谢智波的好多工友
都拿到了福州市保障房的钥匙。

而天津市各区县环卫部门也一直
在探索让环卫工人成为城市新居民的
办法，通过不断提升机扫水平减轻环卫
工人工作强度、修建职工宿舍、提高环卫
工人工资福利、为环卫工人缴纳保险、进
行体检、帮助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帮扶措
施，让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在环卫岗位上
安居乐业，成为城市的新居民。

株洲市通过《株洲市人民政府关
于完善环卫市场机制落实长效管理的
意见》的文件规定，将专业清洁公司以
往保障环卫工人权益的情况列入评标
内容， 特别是要将是否为环卫工人购
买社会保险作为评标的依据之一；并
要求合同范本要明确环卫工人工资、
福利、社保等内容。

“孩子上学不用愁，有机会争取到
保障房，加上有医保、社保，让环卫工
人增强了归属感，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也就更愿意为城市作贡献。 ”湖南省社
科院方向新教授表示， 环卫工人被称
誉为“城市美容师”，为城市所做的贡
献众所周知，但工资福利低、生活待遇
低、社会地位低的“三低”状况一直得
不到实质性改善。 方教授建议：只有通
过专门的政策，拨付专项经费，让环卫
工人跟城市居民一样可以申请保障
房，病有医、老有养，成为真正的长沙
人，环卫工人才能在城市坚持下来，一
直为城市建设做贡献。

一个撮箕、一个扫把、一辆手推的垃圾车，环卫工人工作的工具简
单，但工作强度很大。 在长沙这个最热的夏天，他（她）们被汗水湿透的
黄背心，感动了无数市民，他（她）们为城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一直
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面对居住、入学、看病、养老等诸多问题———

环卫工：
想成为真正的长沙人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刘生富 毛术文） 凤凰县信用联社近日决定，
对受灾的涉农企业和农户因灾减产或绝收，
难以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 适当延缓贷款还
款期，办理贷款展期手续。

自6月中旬以来，凤凰县全县24个乡镇旱
情发展迅猛，截至8月初，全县已有19.99万亩

稻田受灾， 绝收面积达到4.13万亩，71100人
出现饮水困难。 面对严重旱情，凤凰县信用联
社会同政府部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摸清涉
农企业、农户的实际损失和生产生活困难，从
加强信贷服务和结算服务方面积极投入抗旱
救灾工作。 截至8月上旬，已累计发放各类贷
款1600多万元，受益农户900多户。

凤凰受灾农户延缓还贷

·

长沙市开福区的环卫工人冒着高温在芙蓉中路清洗人行道。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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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抗灾救灾
———临武迎战台风“潭美”的故事


